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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主要靠反對派「入閘」愛國愛港成疑

省級政協讚林鄭：特首佳選
信能駕馭港複雜局面 搞好經濟民生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參與是次特
首選舉，從以往講解政策的官員，變

成既講政策理念、亦要講述自己的參選人。昨日其face-
book上載了一系列舊照，講述自己的成長、家庭、生
活、個人抱負等，希望建立大家的互相了解，再一起同
行。在她人生歷程中，家庭的置業、自己所接受的教育
和公僕生涯的着墨，都令人更理解其教育、置業、稅務
的三大重點政綱，以及其廣納民意、理財新哲學的施政
新風。

碌架床上層當書桌站立做功課
林鄭在昨日的帖文中，講述自己一代人由「五六伙二

十多人合住一個單位」、自己「只能站在碌架床下層，
把上層用作書桌做功課」，到家人有一定儲蓄後，搬到
南豐新邨的3個房間；記錄了首次置業的興奮，以及了
解向上流動機會的重要。她又談到母親希望自己入讀嘉
諾撒聖方濟各學校，「無疑是相當有遠見的」，認為教
育能改變人的一生。
除了大家都熟悉林鄭對社福的熱衷緣由，昨日上載的

一系列舊照，亦談及她有關理財的工作，包括參與1987
年股災調查委員會，讓她明白經濟發展對香港的重要
性，以及政府責無旁貸須維持市場的公平。

體會政府應聽取民意速做決策
在任職庫務局時，林鄭面對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
發，為應對財政赤字，她提出「資源增值」、「儲蓄及
投資」、「盡量賦權給部門和受資助機構可靈活調撥資
源」三個方法，令大家可善用甚至變大有限資源，創造
更多可能，成為其「理財新哲學」的雛形。
在廣納民意，帶動社會向前方面，首先要數的是她在

1987年為立法會應否進行直選收集意見。當時，他們須
於半年內完成報告並提交給港督，令她體會到社會問題
難免有爭議性，政府的工作就是在聽取民意後快速決
策，因為問題並不會因為拖延而自行解決。
至其後在出席醫管局董事會、回應社福界訴求，不

論時任醫管局行政總裁楊永強，或協康會總幹事曾蘭
斯都讚她能幹、熱心、耐心聆聽意見、積極探求解決
辦法。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吳永順在訪問中指出，林鄭於

2004年任規劃及地政局常秘時，主動邀請了10多個相
關學會及民間組織，成立共建維港委員會，「她願意讓
公眾參與，尋求了共識才做政策，我認為是個很創新的
做法。」在拆皇后碼頭一事上，林鄭為回應社會保育的
訴求而做了不少事，反映其願意聽意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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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憶往事：20多人合住一伙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與行政長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與行政長
官參選人林鄭月娥交流官參選人林鄭月娥交流。。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讀中七時的林鄭月娥及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讀中七時的林鄭月娥及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攝於上攝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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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閉門交流活動歷時一
小時，有近百人出席，包

括該會主席、林鄭競選辦副主
任陳清霞，會長譚錦球、創會
會長林樹哲、常務副會長傅金
珠、施榮懷、丁午壽、董瑞葆
等，當中有46人為選委。

陳清霞盛讚政績顯著
陳清霞在致歡迎辭時，讚揚
林鄭熟悉公務員團隊運作，政
府工作經驗豐富，政績顯著。
她指出，林鄭在處理棘手問題
上，有智慧、有擔當，深得市
民支持及信任，而自己作為其
競選辦一員，亦對林鄭凡事親
力親為、務實包容深感敬佩。

譚錦球認同林太政綱
譚錦球會後向傳媒表示，林
鄭在會上向大家介紹其政綱和
參選理念，「我們都非常接受
和深受鼓舞，我相信林太服務
了香港36年，在20個不同的
部門擔任重要首長，對香港非
常了解，相信她能駕馭香港目
前複雜的局面，帶領香港推動
經濟、搞好民生。」
他續說，港區省級政協有來
自商界、金融服務等不同界別
共217名選委，「基本上大家
都覺得林太是非常適合的人
選。」不過，由於港區省級政
協並非一個選委界別，故沒有
綑綁提名的說法，但有51人的
政協界別選委則會一致提名。
被問及為何沒有見其他參選
人，譚錦球指目前只有林鄭主
動要求前來見面，「其他候選
人要來的，我們都歡迎。」
至於中央不會任命個別候選
人的傳言，他回應說沒有聽到
中央有此意見，但認為中央關
注行政長官候選人，加以了解
並觀察非常正常。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後表示，
自己過去幾年都有參加港區省

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的活動，並
指他們對推動香港特區與內地
經貿的合作給予很大支持。

林鄭下周初交提名表
就社會上最關注的政綱和提

名問題，林鄭月娥表示，考慮
到選委給自己的意見，決定提
前在今個月內就公佈全面政
綱，「因為知道當政綱發表之
後，也需要向廣大市民解釋和
推廣，所以這幾天我比較忙於
和政策顧問編寫全面政綱，爭
取在今個月內、即最遲下周二
前公佈。至於提名，現時看來
也需要下周初才提交表格，我
的辦公室還在整理所收到的提
名表，所以今日不能和大家說
確實的數字。」
她表示，自己有信心可以
「入閘」。被問及會否「停收
提名」，她表示︰「希望大家
明白這是一場公開、公平、公
正的選舉，1,194名選委都有提
名權，當他們聽了幾位參選人
的施政理念及政綱，自己獨立
作決定，應該不存在參選人
『停收』或『搶』提名票，總
之我會盡自己所能繼續向選委
介紹自己的理念。」
被問及另一參選人曾俊華似

乎夠票「入閘」，會否令選舉
變得激烈，林鄭月娥表示︰
「我從來都期望有一場公開、
公平、公正、富競爭性的選
舉。我時常說，這場選舉，不
論誰勝誰負，都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讓參選人可以辯論香港
的管治、香港的未來。」
她續指，今次幾名參選人都背

景相近，有多年在政府工作的經
驗，實屬難得，「所以大家出來
講講自己的施政理念、對香港未
來的看法，及如果自己成為行政
長官，有何願景和方法可以推行
政綱裡的工作，對社會來說都是
不錯的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行政長官選舉

提名期進入倒數階段，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仍馬不停蹄與各界會面，昨日就到訪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座談交流。該會會長譚錦球表示，

大家聽取林鄭的政綱和參選理念後深受鼓舞，相信

她能駕馭香港目前複雜的局面，帶領香港推動經

濟、搞好民生，「基本上大家都覺得林太是非常適

合的（特首）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香港中
小型律師行協會訪京團
昨日抵京，拜會了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
權。協會會長陳曼琪會
後引述黃柳權在會見中
重申，特首人選必須符
合四個基本條件。
香港中律協協會27人

組成香港法律界訪京團，
於昨日開始至周六（25
日）拜會國家多個部委
辦。陳曼琪在訪問團與黃
柳權會面後，引述對方會
上重申了中央對今年特首
選舉的立場，即特首人選
必須符合「愛國愛港、中
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
人擁護」四個基本條件，
並希望香港在3月26日順
利選出合格的新特首。
陳曼琪對本報表示，昨

日訪京團成員與港澳辦負
責人主要交流3項與法律
相關建議：希望盡快啟動
具體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實踐；希望香港審理
涉及憲制、國家安全的相
關法官，能接受大陸法與

普通法系的培訓；希望法庭參考英國刑
事案件的判刑指引委員會做法，增加公
眾參與程度，增加法律的認同性。
訪京團成員包括事務律師及大律師。

在拜訪了國務院港澳辦後，訪京團成
員今日還將拜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
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及
全國律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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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
facebook上載與「民主300+」會計界反
對派選委何駿雄的合照，稱已獲對方提
名，並形容這是「雪中送炭」 ，十分感
動，又再次呼籲其他選委提名她，讓她可
以「入閘」。
何駿雄原為反對派組織「誠、會計師
團隊」成員，但在選委會選舉後已經「離
隊」。葉劉淑儀昨日在facebook表示，競
選辦昨晨接到何駿雄來電，表示願意提名
她，更立即到其競選辦簽提名表格，「我

也立即趕回競選辦親自迎接他，和他談了
一會。」
她坦言，自己與何駿雄並不相識，但

經過和他們業界會面，解釋她的理念和政
綱後，「他對我留下深刻印象」，認為她
是具競爭力的參選人，值得「入閘」。
葉劉淑儀非常感謝何駿雄對她的認同

及鼓勵，「他雪中送炭的這個提名，對我
和團隊是極大的鼓舞，我十分感動。」她
再度呼籲其他選委提名她，讓她「入
閘」，認為這才能促成真正有競爭的選
舉，在選舉論壇上再拚政綱、拚真本事。

葉太稱得會計界一提名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此前口口聲

聲稱要增加特首選舉競爭的反對派選委，共三
百多張票足以提名兩名屬意的參選人入閘，包
括曾俊華及胡國興。不過，口號叫得響，身體
卻很誠實，為了在「造王」中爭先，各反對派
選委陸續將票集中在曾俊華身上。胡國興於昨
日告急，並回應有提名曾俊華者指他在「鎅」
對方的票的質疑，「散播『鎅票論』的人，其
實是否對他們支持的人太無信心？」
胡國興昨日到其母校英華書院演講後稱，他

目前只掌握了72張選委提名，又稱開始擔心不
能獲取足夠的提名入閘，希望各反對派選委計清
楚提名如何分配。其後，他在fb發帖，稱近日

聽到不少言論，將他參選與「鎅票」相提並論。
他解釋，「假設有三人入閘，如果A第一輪

已取得601票或以上，B及C各自得到多少票都
沒關係，不會改變A當選的結果……假設C在
第一輪被淘汰，C的支持者可在第二輪投票A
或B，變成A與B的一對一對決。立法會選舉的
多議席單票比例代表制，可以出現『鎅票』。
但在採用淘汰制的特首選舉，『鎅票』是不可
能出現的。」
胡國興揶揄道，「散播『鎅票論』的人，其
實是否對他們支持的人太無信心？擔心他在第
一輪已被淘汰？……我深信，這是一場比拚政
綱、理念的君子之爭。」

胡國興「告急」反駁「鎅票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多位特首
參選人連續獲得反對派選委提名，有參選人更是因
此不斷按照反對派的「要價」修改自己對一些重要
原則問題的理念和政綱，換取反對派選委的提名。
有參選人稱已經獲得過百提名，但主要是來自反對
派選委。對此，政界人士質疑，倘有特首參選人所
得的大部分提名票均來自反對派選委，會讓人感覺
他是「泛民代理人」，難取得中央的信任。他們期
望所有特首參選人分清是非、衡量利弊，不要為了
選票而違反愛國愛港的承諾。

盧文端：似變「泛民代理人」
反對派選委組織「真普選醫生聯盟」昨日在face-

book公佈他們的第二階段提名，稱決定將餘下10
張提名票，平均分配予胡國興及曾俊華，各取5
票，「連同早前分配的提名票計算，胡國興先生共
得14票，而曾俊華先生則為5票。」他們明言，提
名曾俊華是因為對方在近日網誌中刊載了對於政
改、人大「8．31」框架及廿三條立法的「最新立
場」，「展現了誠意」云云。而參選人葉劉淑儀也
表示，獲得一個「泛民」選委的提名。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香港基本法清楚寫明特首是雙負責制，
即是既要向中央負責，也要向香港特區負責，故
中央對特首的要求比司局長官員更高，必須要愛

國愛港，才能得到中央百分百的信任及支持。
他質疑，倘有特首參選人所得的大部分提名票

均來自反對派，豈不是會讓人感覺他變成了「泛
民代理人」？「不是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只是代表反對派一小撮人的利益」，必定難取得
中央的信任。

盧瑞安：將如何回報反對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榮譽董事

長盧瑞安表示，香港近年先後出現違法「佔
中」、激進「本土」主義、「港獨」思潮抬頭的
亂象，中央對香港必定會特別關注，而特首既是
香港的第一把手，要向中央負責，故倘有特首參

選人只集中取得反對派的提名票，必定會引起中
央的擔憂，「反對派近年逢中必反、阻礙政府施
政，如果由他們推舉出來的特首，他們會有什麼
回報？這是中央擔心的情況。」

顏寶鈴：莫違愛國愛港承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也指，香港過去幾年

政治對立、社會撕裂、拉布導致經濟民生發展受
阻，反對派都難辭其咎，倘有人為求「入閘」而
去爭取反對派提名，變成代表反對派利益，不排
除會失去中央信任的可能性，故期望參選人分清
是非、衡量利弊，不要為了選票而違反愛國愛港
的承諾。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會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會見
了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曼琪率了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曼琪率
領的訪京團領的訪京團。。

■■葉劉淑儀與會計界選委何駿雄合照葉劉淑儀與會計界選委何駿雄合照。。
葉劉葉劉fbfb圖片圖片


